
2021年郑州市上街区总工会部门整体
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年度履职目标及主要任务。

部门年度履职目标：丰富职工文化体育活动，提高职工素质，增

进职工友谊及协作精神，促进工会重点工作正常开展。

1.切实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牢牢把握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

向，不断提高工会组织凝聚力。

2.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

造活力，开启现代化美丽上街建设新征程。

3.构建新型和谐劳动关系，做好工会维权服务，维护职工队伍和

社会稳定大局。

4.健全完善帮困送温暖长效机制，树立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

向，竭诚服务广大职工。

5.继续夯实工会基础管理工作，进一步筑牢工会组织建设根基。

6.以文化融入，常态化开展职工文体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

活。

7.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工会各项工作稳步落实。

主要任务：开展羽毛球比赛、职工技术竞赛、劳模疗养等丰富多

彩的职工活动；做好职工工资奖金的发放及社保公积金缴纳；保障单

位日常运转。

（二）部门年度整体绩效目标、绩效指标设置情况。



部门年度整体绩效目标：丰富职工文化体育活动，提高职工素质，

增进职工友谊及协作精神，促进工会重点工作正常开展。

绩效指标设置情况：本年度我单位绩效共设置3个一级指标：预

算执行率、投入管理指标和效益指标。结合单位工作实际，投入管理

指标细分为工作目标管理、预算和财务管理、绩效管理三项二级指标，

工作任务科学性、绩效指标合理性等二十七项三级指标；效益指标细

分为满意度、履职效益二项二级指标，职工满意度、对社会带来的影

响情况二项三级指标。由于我单位不涉及产出指标和可持续性指标，

因此未设置，在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中按照工作要求对产出指标和可持

续性指标权重做了适当调整。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评价基础数据收集

基础数据的收集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2021年批复的部

门预算文件等资料，二是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等资料，三是2021

年支出的原始凭证以及2021年决算文件及系统数据。

2.资料来源和依据等佐证材料

一是2021年批复的部门预算：《郑州市上街区财政局关于批复

区级 2021-2023 年收支规划及 2021 年部门预算的通知》（上财

[2021]18号文件）。

二是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等资料：《郑州市上街区总工会

2021年工作要点》（上工文[2021]3号文件），上街区总工会2021

年工作总结。

三是2021年支出的原始凭证和2021年决算：单位保存的所有会



计凭证、郑州市财政局部门决算信息系统中的本单位决算结果。

三、综合评价结论

1.评价得分

我单位2021年度严格执行年初部门预算，资金使用及管理规范，

制度落实到位，绩效考核目标任务圆满完成，我单位部门整体绩效评

价得分为99.7分，自评结果为优。

2021年部门整体绩效自评结果显示，我单位绩效管理情况较为理

想，达到了年初设定的各项绩效目标。所有资金使用严格按审批程序

办理、操作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各项支出严格按照各项

制度执行。

2.各项指标得分情况简要分析：

一级指标预算执行率：年初目标为100%，实际完成值为94%，指

标得分为10分，偏差原因是因疫情原因，仅开展了技术竞赛和技能

培训，未开展羽毛球比赛和劳模疗养。

一级指标投入管理指标：总分值为60分，总得分为59.7分，其

中未达到预期目标，偏差原因是因疫情原因，仅开展了技术竞赛和技

能培训，未开展羽毛球比赛和劳模疗养。

一级指标效益指标：总分值为30分，总得分为30分。

四、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部门资金情况分析

资金到位及执行情况分析：2021年部门预算批复资金118.17万

元，实际到位和支出金额为110.6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4%。其中：

基本支出110.6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项目支出0万元，预算



执行率为0%。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2021年我单位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执

行财务收支管理，认真执行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制度，严格依法

依规依程序进行政府采购，厉行节约保运转，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做

到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投入管理指标情况分析

2021年，我单位工作目标管理、预算和财务管理、绩效管理等工

作开展科学合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合规，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确

保完成年度履职目标和主要任务，根据评价标准，该项得分为59.7

分。

工作目标管理情况：年度工作任务安排科学、绩效指标设置合理、

目标管理实施有效、目标依据充分、年度履职目标相关、总体工作完

成率为90%：由于汛情、疫情的双重影响，导致劳模疗养和羽毛球比

赛不能按照原计划正常开展，今后将综合考虑，提高总体工作完成率。

预算和财务管理情况：部门固定资产利用率为100%，能合理使用

固定资产，部门决算编报质量较好、财务管理制度完备、规范财务预

算及收支管理、管理制度比较健全、国库集中支付合规、决算真实、

内控制度有效、收入管理规范、银行账户管理规范、预决算信息按时

公开、预算编制完整、预算执行率为94%、支出管理规范、专项资金

细化率为100%、资产管理规范、资金使用合规。因为汛情、疫情的双

重影响，导致区总工会劳模疗养和羽毛球比赛不能按照原计划正常开

展，今后在制定预算时将资金因素考虑进去，尽量保持预算准确，提



高预算执行率。

绩效管理情况：部门绩效评价完成率、绩效监控完成率、绩效自

评完成率、评价结果应用率均为100%，严格按照绩效管理执行，完成

值为100%。

2．可持续性指标情况分析

因我单位不涉及可持续性指标，2021年我单位年初部门整体绩效

目标未设置，其分值分配至效益指标一级指标。

3．产出指标情况分析

因我单位不涉及产出指标，2021年我单位年初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未设置，其分值分配至投入管理指标一级指标。

4．效益指标情况分析

2021年，我单位通过分析搜集的自评基础资料，对照年初设置的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根据评价标准，效益指标得分为30分。其中：

履职效益情况：举办的技术比武和技能培训提高了广大职工的专

业理论和实践操作水平，发掘了一批技术精湛的专业技术能手，为美

丽上街建设和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人才支持，对工运事业发

展的影响力有所提升，因此各项履职效益指标均已达标，根据评价标

准该项得分为15分。

满意度情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参与活动的职工表示非常

满意，根据评价标准，该项得分为15分。

五、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项目预算执行率为零，主要原因是汛情、疫情的双重影响，一方

面导致区总工会劳模疗养和羽毛球比赛不能按照原计划正常开展；另



一方面财政资金紧张，多次向财政申请未果，尚未拨付项目经费。改

进措施：在制定预算时将疫情、资金等因素考虑进去，尽量保

持预算准确，提高预算执行率。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将积极应用于下一年度的预算工作中，第一，

为部门本级内控部门、内审部门、财务预算部门，由事后监管前移至

预算前期科学统筹规划，为过程监督提供依据和参考标准；第二，对

部门工作人员作为监督提升工作效率改善工作的依据；第三，对社会

公众适时地有选择性的公布评估结果有利于社会舆论监督体系的健

全。

我单位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及其他按要求应公开的绩效信息

随部门决算同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七、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绩效自评工作问题：未考虑疫情、汛情等突发事件，存在指标不

精准不规范，影响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效果。

绩效自评工作建议：一是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进

一步提高预算编制到位率，做准做全基本支出预算，做全项目支出预

算，加强预算支出的审核、跟踪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提高预算编制

严谨性和可控性；二是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严格实行项目管理

程序化，实现项目申报、实施、拨付、评价全流程监督与控制，规范

专项资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

制度，提升管理效能，强化监督，保证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的规范性、

安全性和有效性，为指导预算编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



务水平提供决策依据。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



附件3

2021年郑州市上街区总工会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填表人及联系方式：赵爽 18838078088 单位：万元

部门（单位）名称 郑州市上街区总工会

自评得分 99.7

自评结果 优

年度总体

目标

丰富职工文化体育活动，提高职工素质，增进职工友谊及协作

精神，促进工会重点工作正常开展。

年度总体目标完

成情况

区总工会积极主动地推进各项工作，不断完善内控制度，

举办上街区第十四届职工技术运动会，开展技能培训、

送文化下基层等丰富多彩的群体性文体活动，进一步调

动了职工群众劳动和创造积极性，在促进上街区经济社

会建设中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年度

主要

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预算资金

其中：财政资

金

任务完成情况 预算执行数

其中：财政

资金

预算执行率

工资福利

等发放

做好职工工资奖金的发

放及社保公积金缴纳；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

108.17 108.17 已完成 110.65 110.65 100%

开展职工

活动

开展羽毛球比赛、职工

技术竞赛、劳模疗养

10.00 0.00

因疫情原因，仅

开展了技术竞赛

和技能培训，未

开展羽毛球比赛

和劳模疗养

0 0 0%

预算情况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分值 得分

部门预算总额 118.17 110.65 110.65 100% 10 10



1、资金来源：（1）财政性资金 118.17 110.65 110.65 100%

（2）其他资金

2、资金结构：（1）基本支出 108.17 110.65 110.65 100%

（2）项目支出 10 0 0 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投入管理指标

工作目标

管理

工作任务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标 科学 2 2

绩效指标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标 合理 2 2

目标管理有效性 有效 定性指标 有效 2 2

目标依据充分性 充分 定性指标 充分 2 2

年度履职目标相关性 相关 定性指标 相关 2 2



总体工作完成率 =100% % 90% 2 1.8

因为汛情、疫情的双重影响，导

致区总工会劳模疗养和羽毛球

比赛不能按照原计划正常开展，

今后将综合考虑，提高总体工作

完成率。

投入管理指标

预算和财

务管理

部门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 100% 2 2

部门决算编报质量 较好 定性指标 较好 2 2

财务管理制度的完备性 完备 定性指标 完备 2 2

管理制度建设成效

规范财务预算

及收支管理

定性指标

规范财务预算及

收支管理

2 2

管理制度健全性 比较健全 定性指标 比较健全 2 2

国库集中支付合规性 合规 定性指标 合规 2 2

决算真实性 真实 定性指标 真实 2 2

内控制度有效性 有效 定性指标 有效 2 2



收入管理规范性 规范 定性指标 规范 2 2

银行账户管理规范性 规范 定性指标 规范 2 2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 按时公开 定性指标 按时公开 2 2

预算编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标 完整 2 2

预算执行率 ≥100% % 94% 2 1.9

因为汛情、疫情的双重影响，导

致区总工会劳模疗养和羽毛球

比赛不能按照原计划正常开展，

今后在制定预算时将资金因素

考虑进去，尽量保持预算准确，

提高预算执行率

支出管理规范性 规范 定性指标 规范 2 2

专项资金细化率 ≥100% % 100% 2 2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定性指标 规范 2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定性指标 合规 2 2



绩效管理

部门绩效评价完成率 ≥100% % 100% 4 4

绩效监控完成率 ≥100% % 100% 3 3

绩效自评完成率 ≥100% % 100% 3 3

评价结果应用率 ≥100% % 100% 4 4

效益指标

满意度 职工满意度 ≥100% % 100% 15 15

履职效益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情况

促进工会工运

事业健康发展

定性指标

促进工会工运事

业健康发展

15 15

注：1.自评采取打分评价的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各单位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部门整体绩效自评的总分。

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预算执行率10分、投入管理指标30分、可持续性指标10分，产出指标30分、效益指标2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执行率外，其他指标

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各项三级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2.未完成原因分析：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3.定性指

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80％(含)、80％-60％(含)、

60％-0％合理确定分值。定量指标完成指标值的，计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未完成的，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计分。4.自评结果实行百分制和四级分类，分别是：90-100

分为优、80-89分为良、60-79分为中、0-59分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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